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邱江华 梁可庭

一开始， 他们或许只是想要一部最新款
的手机。 分期还款， 看似负担得起， 果断入
手。

后来想要的越来越多，负债越滚越大，只
能拆东墙补西墙。

在享受超前消费的短暂快感后， 有人背
负压力备受煎熬，有人掉进了借贷陷阱。

“90后”是其中的主力人群。
不同于传统的“储蓄消费”，他们更热衷

“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瘾”。 花呗、借呗、信用
卡，甚至各种不知名的借贷平台，为他们超前
消费提供了通道，许多人悄然变成了“隐形贫
困人口”———表面上风光享受着生活，实则负
债累累的一个“负翁”。

这种看似潇洒的超前消费的背后， 暗藏
了多少风险？

1.“账单式小康”
“周围的同学们都买了，我不买的话没面

子。 ”生于1998年的黄俊是湖南某高校大三学
生，他看中一款相机，售价8000多元。 没有向
父母开口，他选择在花呗上分期购买。

“分期购买提前过瘾，省去向父母伸手要
钱的烦恼。 ”黄俊说，他的同学很多都依靠花
呗、借呗、京东白条等信贷“接济”。

记者在长沙河西大学城随机采访了数名
同学，他们均表示开通了花呗、京东白条等平
台，有的甚至将其设置为首要付款方式。

支付宝发布的一则报告显示： 中国近1.7
亿“90后”中，超过4500万人次开通了花呗，通
过花呗进行信用消费。

超前消费， 成为年轻人群热衷的消费选
择。

“每月发的工资，在我银行卡里存活不超
过24小时。 ”今年26岁的苏丽在湘潭一家企业
工作，每年收入约8万元，但每月发工资的日
期正好赶上信用卡还款日。 此外，花呗、京东
白条上的欠款，也等着她还。 大学毕业3年来，
她几乎分文未存。

“超前消费，我基本控制住了不出现大的
欠款。 ”苏丽说，她朋友圈中很多人都是负债
大户，她们都已习惯了借贷消费。

网购、网贷，让他们少了点数钞票的“痛
感”。 苏丽说，借贷消费的感觉很虚拟，就好像
是白送的钱，不心疼。 而收到快递包裹的那一
刻，往往“幸福感”爆满。

“如果看了我的支付宝年度账单，你会以
为我年收入有10多万元呢。 ”苏丽的支付宝账
单显示，2018年她在支付宝中的消费达到15
万元。 她明白，自己的薪水很难支撑眼前“奢
侈”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时下流行的“账单式小康”。 这些
年轻人在借贷消费的账单里， 活出月薪几万
元的“风采”。

“超前消费掏空了年轻人的钱包，透支了
他们的未来。 ”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彭广林表示，“消
费主义”盛行加重了年轻人的超前消费行为，
并让他们对借贷消费产生依赖。 阔绰的生活
看似潇洒，而一旦面临诱惑和风险时，年轻人
往往难以全身而退，甚至落入圈套。

2.“甜点”背后的焦虑
“消费的层次即是你的层次。 ”“消费主

义”推崇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诱导不少年轻人
把物质上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第一位。

无休止的消费欲望一旦打开， 便可能让
年轻人陷入循环负债的状态。 白天，他们极力
在社交圈伪造出一个光鲜体面的形象；夜晚，
他们隐去身份，流连于网络上各个角落，焦急
寻找下一个借贷平台以求得脱身办法。

“不能亏待自己，遗憾太多的人，无法活
在当下。 ”在长沙市开福区一家公司工作的杨
女士坦言，每次买到心仪的化妆品和衣服，就
像吃到最喜欢的“甜点”一样开心。

远超收入的消费支出， 让杨女士不断寻
找填补资金缺口的渠道。 她先通过办信用卡
缓解经济紧张，把额度用光后，又开通微粒贷
等借贷平台。

借贷轻松、用着痛快、生活体面。 直到有
一天，杨女士发现“甜点”背后，光利息就要补
好几万元。 这让她异常焦虑。

例如支付宝借呗， 通常情况下借款日利
率在0.04%左右，即在借呗中借款1万元，借款
一天，利息为4元。 这看似不高，但若换算成年
利率则是4*365/10000=14.6%。 这个利率已
大大超出银行贷款的利率。

实际上，大部分网络分期平台的产品费率不
明晰，它们通常直接告诉借贷人还款数额，比如借
2000元，一个月后还2200元，看似只有200元利
息并不算多，但换算成年利率已达到120%。

很多人对小额借贷的成本、风险处于“脱

敏状态”。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年轻人表示，
在信贷消费时不会仔细了解利息、服务费、违
约金、滞纳金等收费情况，甚至根本不知道有
这么多“名目”。

曾在大学期间担任多家借贷平台“校园
代理”的张伟透露，自己超前消费的习惯是被
外部环境“培养”出来的。

如，京东金融经常推出白条免息券；使用
支付宝只有通过花呗才能领取红包；外卖、记
账、打卡这类跟金钱沾点边的软件，会有专门
来刺激用户开通超前消费功能的窗口； 就连
爱奇艺这类软件，都有“开通借款账号换取一
个月会员”的活动。

免息、送会员、送现金红包……这些小优惠
在互联网上织出密密麻麻的网，覆盖屏前的每一
个年轻人，让超前消费成为涌动蔓延的潮流。

习惯尝鲜“甜点”的年轻人，提早透支了信
用。蚂蚁金服和富达国际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
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中国年青
一代，56%暂未开始为养老储蓄，44%的人开始
储蓄，平均每人每月储蓄只有1339元，部分年轻
人处于“零储蓄、高负债”状态。

3.被风险裹挟的人生
为了满足膨胀的消费欲望，有人在花呗、

借呗、微粒贷之间周旋，有人将目光转向了风
险更大的借贷平台。

2017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李铭，在“分期
乐”APP上看中一款6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
分期付款每月还款约300元，他立刻下单。

计划赶不上变化。 到期了钱还不上，李铭
就注册新的借贷平台。 消费、还款、借款，反复
循环，债务越滚越大。 当他的父母频繁接到催
款电话短信时，其总债务已接近10万元。

这位来自湘西农村的年轻人， 最终由父
母帮忙还了欠款。 尽管已经止损，但他心里却

留下浓重阴影。
在轻松借贷的表象之下，这些年轻人可能已

经陷入校园贷、套路贷、高利贷、裸贷的圈套。
“已决定卖房为儿子还债。 ”说起儿子的

遭遇，株洲刘女士掩面抽泣。
刘女士的儿子是名司机，月薪5000元，但

热衷在外下馆子、在家点外卖，与朋友聚会。
此外，每月要付租房费、车贷、房贷。

2017年以来，刘女士的儿子在拍拍贷、小花
钱包、平安普惠等17个网贷平台借款，债务高达
50万元。他真正到手的钱，不超过10万元。

刘女士说， 全家近来被网贷平台连环骚扰
催收，几近崩溃。她正在联系买家，准备把贷款买
的新房子卖掉替儿子还债。她这辈子都没住过新
房，好不容易买了也没机会住进去了。

借贷平台杂草丛生， 它们往往以“免抵
押、低利息”诱导年轻人贷款。 一旦贷款，高额
的利息和滞纳金随之而来，如不能按期还款，
短期内便会背上巨大债务。 其后，一些平台的

“暴力”催收就有可能开始登场。
“超前消费如同隐性砒霜，击垮了我儿子

的生活和工作。 ”因儿子的遭遇，株洲刘女士
对超前消费、网络贷款有全新的认知，她提醒

“轻易尝试不得”。
为了抢占市场， 很多网贷平台降低贷款门

槛，甚至刻意诱导超前消费，导致一些年轻人在
借钱消费的路上越走越远，乃至“误入歧途”。

目前，我省对套路贷、校园贷、非法高利
放贷等正在开展集中打击整治。

4.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刻不容缓
“70后存钱，80后投资，90后负债，而90后

的父母在替孩子还贷。 ”这不仅是一种戏谑，
更道出了现实中出现的不健康的消费观。

中南大学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饶
育蕾分析，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我国由生产
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之中， 一些年轻
人的超前消费不乏“畸形”“异化”现象。

如， 年轻人“以贷养卡”“以卡养贷”“以贷养
贷”“卡贷互养”的操作，导致信用卡逾期与消费金
融逾期之间的风险交叉感染，为自己埋下隐患。

有些年轻人在还没开始以个人信用承担
房贷、车贷、经营贷等重要责任之时，就提前
透支了自己的信用，被加入“黑名单”。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一
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97.43亿
元。 而在2010年该数据为88.04亿元。

交通银行金融专家何飞认为， 形成金融
创新促进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关键要“开正
门”“堵偏门”。 既要鼓励各正规金融机构大力
创新产品形态，也要将不良平台清出市场，遏
制打着互联网创新旗号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业
务的行为，正本清源。

记者了解到， 已有不少银行依托互联网
平台的技术、 数据和消费场景为年轻人提供
信贷服务。 用户在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数据，可
以辅助用户信用风险评估， 与央行征信报告
数据形成互补，进而有效控制风险成本。

“年轻人应珍惜信用记录，根据自己的经济
能力理性消费。”湖南银保监局有关人士提醒，年
轻人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借贷金额不要超
出自己的承受范围；可以适当使用信用消费以建
立自己的信用体系，但必须按时还款。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平凡表示，若
在超前消费的过程中遭遇套路贷、诈骗、非法逼
债等不法行为， 应留存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 同时面对债务逾期、失信等问题，应积极
止损， 可以向银行、 学校或单位等方面反映情
况，可以与亲朋积极沟通，寻求帮助。

9月，又一批学生迈入大学校门。 引导这
些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掌握必要的金
融知识，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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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消费：潇洒背后风险几何

刘永涛

从节衣缩食到超前消费， 源于物质财
富的日益丰富， 也在于人们消费观念的不
断变化。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驱动下，
一些年轻人成为 “啃老族”“月欠族”，甚至
陷入债务和信用危机。

辩证地看， 适度的超前消费是有好处
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适度负债会使他们感
受到生活压力，保持一定的危机感，从而努
力工作、增加收入。

但凡事过犹不及。部分年轻人“想花就
花”的超前消费，突破自身偿还能力，进而

背负沉重枷锁。更有甚者花销无度，一旦逾
期还款，留下信用污点，乃至遭遇套路贷等
陷阱，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业、工作和生活。

该给超前消费上道“阀门”。 年轻人在
迎接消费升级之时，家庭、学校、社会的正
向引导必须持续强化， 促使他们理性评估
自己的消费能力， 特别是培养勤俭节约的
品质。

超前消费并没有原罪， 关键在于把握
好“度”。年轻人要想“潇洒”生活，依靠借贷
度日、长期透支并非长久之计。只有把握消
费尺度，量入为出，超前消费在可承受的范
围之内，你的生活才会真正美好。

超前消费要有“度”■短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黄志东 梁天胜

本该是尽享天伦之乐的年纪，江华瑶
族自治县神岗村74岁的李昌本却忧心忡
忡。“舞龙、瑶家拳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
到我这里断了，心急呀！ ”神岗村舞龙、瑶
家拳第五代传人李昌本说。

8月12日，神岗村宗祠广场，两条白色

布龙凌空翻腾，威仪毕现，由该村村民自
筹资金拍摄的微电影《神岗古龙》正式开
拍。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李昌本苦寻接班
人的故事。

神岗村是平地瑶聚居地，舞龙、打瑶家
拳的传统习俗已有500余年历史。 百年传
承，自成一脉，形成了独特的平地瑶祭龙祈
福文化。

“舞龙跟瑶家拳结合，气势磅礴，热闹
非凡，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 ”李
昌本说，正因从小耳濡目染，他对
舞龙祈福的礼节了如指掌。

16岁， 李昌本师从60岁的
民俗艺人李吉佩， 学习舞龙和
瑶家拳术。 李昌本家有8兄妹，
家庭条件困难，白天上山放牛，
晚上跟着师傅学艺，“每天练上
两个小时， 大冬天身上都冒着
热气。 ”

很快， 李昌本就可以独立

上台表演， 并在县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
多次获得江华斗龙大赛冠军。 40岁那年，
李昌本组建神岗舞龙队，他们的演出成为
瑶寨庆新春必备节目。

后来，随着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
工，舞龙活动没了人气。 年事渐高的李昌
本急切寻找传承人，发扬传统，留住乡愁。

江华民族文旅广体局工作人员尹亮
了解李昌本的心愿后，很快帮助他组建了
神岗村少年舞龙武术队，并主动担任微电
影《神岗古龙》编剧，用影像记录李昌本对
传统舞龙文化的坚守。

多方帮助下， 李昌本发掘培养了12岁
的李锦武。今年9月，李锦武将作为江华“龙
腾瑶都”舞龙节目的引珠人，参加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的
比赛。

“一个李锦武还不够，希望有更多的
年轻人来学习舞龙和瑶家拳。 ”李昌本说，
他将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他们。

老百姓的故事 七旬舞龙者急寻传承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罗秋香

“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弟弟……”8月27日
上午，宁乡市龙田镇枫树村村民喻兰英给辰溪县
义工协会会长钟世兰发来微信，感谢钟世兰等人
帮他找回了走失一个多月的弟弟。

8月24日上午，辰溪县潭湾镇沙场工人钟太
平看到一中年男子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因饥饿
无力骑车，倒在家门口公路旁。 热心的钟太平连
忙将他搀扶进家，弄来饭菜，安排他洗澡、换衣。
同时，联系辰溪县义工协会会长钟世兰，希望通
过公益组织帮他找到家人。

钟世兰马上从辰溪县城赶来。 中年男子补充
能量后有了力气，钟世兰与他反复交流。 听他说一
口宁乡话， 钟世兰便与湖南让爱回家公益团队联
系，通过宁乡志愿者与他用方言沟通，得知他叫姜
新良，家住宁乡市龙田镇月塘村，是一个单身汉，生
活贫困，精神上也有点问题。在宁乡志愿者帮助下，
钟世兰与姜新良的姐姐喻兰英取得了联系。

喻兰英介绍，姜新良问她要钱买了一辆新自
行车，骑车从宁乡走失，在外流浪了31天，家人十
分着急。 她当即租了一辆小车来辰溪，接弟弟回
家。

钟世兰原准备把姜新良送到县城，等其家人
来接。 可姜新良却趁其照看疏忽时，骑着自行车
不辞而别。

钟世兰马上组织辰溪义工协会10多名义工
寻人， 并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寻求社会帮助，还
请求公安部门支持。公安干警调取附近视频监控
发现， 姜新良下午6时多骑车路过潭湾镇政府门
口，往辰溪县城方向走。义工们顾不上吃饭，从下
午6时多一直找到深夜11时多。

这时，喻兰英接到潭湾桔海山庄管理人员打
来的电话，说橘林里有人发出怪叫声，对比朋友
圈寻人相片，此人很像姜新良。

钟世兰连忙带着喻兰英等人赶往桔海山庄，
终于找到了姜新良。 喻兰英感激不已，给钟世兰
送上1000元表示感谢，被当场婉拒。

两地志愿者爱心接力———
男子流浪31天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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